但他的影響力遠超出了長
老會教會。每個星期，他的講道被錄成電視播出。
過去十年裏，他的觀衆超過 350 萬人，因此他也被
人稱爲電視福音派牧師。
最近, 肯尼迪牧師又可以有新的稱號: “政治福
音派”牧師，因爲他在國會山莊開班授課， 學生是國
會議員的助理。
他們每周有一個餐會，餐會後由肯尼迪牧師講
授聖經，學生們研究聖經的目的多少與教堂裏的聖
經班有些不同，教堂裏的聖經班目的是提高學生的

來决定，而任由人去作主的話，國家就會陷入混
亂。因此他們想通過對國家最高機關工作的年青人
進行基督教神學教育，把他們培養成基督的戰士和
國會山莊的福音使者，以保持美國立國之父的信仰
能在國會傳承下去。
對于參加神學培訓的學生，他們原本認爲個人
信仰與公共政策無關，但是到了國會工作後，發現
有兩種壓力使他們感到這種神學訓練的必要性。
首先是道德的壓力，身處權力中心機構，不斷
有游說團體向他們提供免費晚餐，或是朋友邀約在
酒吧搞公關。
其次，到了國會工作，才發現許多過去學校不

靈性，而肯尼迪牧師主持的聖經班的目的，却是爲
了幫助學生從古老的智慧書中，尋找出治國安邦的
法寶。
每一期的聖經班爲期六個月，每次學員在十名
左右，同時肯尼迪牧師還主持國會內的禱告會，以
及爲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理免費上“ 政治與原則”的
課，聽衆有數百人之多。
把神學課堂開到國會山莊的不止肯尼迪牧師一
家，至少還有五間保守派的基督教機構, 在爲國會
山莊的國會議員和他們的助理們開聖經培訓課程。
例如位于離華府不到一小時車程的派克. 亨利
朱易
學院成立于五年前，它的目的就是對未來的國家領
導人進行神學教育，它的畢業生大部分都在政府部 幷派他們前往白宮. 國會.以及國務院實習，目的是 等等.
門或是保守派的智庫工作。
研修神學與政治。另一些是進入保守派的游說團
政治福音派的基督徒認爲，對于政治或是對于
另一個福音團契是專門招收應届大學畢業生， 體，游說事項多是涉及社會議題，如多台，同性戀 國家方針大事，如果不是有秉持聖經原則的基督徒

注意的問題，成爲日常的議題。例如教育問題，常
常被大學生所忽略，但到了國會，他們發現，無論
是歷史教材還是生物教材，都涉及到信仰問題。
例如立國之父們信仰，是否要在歷史教材中出
現，智能設計論是否可以取代生物課程中的進化論
說等等。神學進修班不但能讓他們持守信仰, 保持
良好行爲, 也可讓他們能獲取有關方面的知識和原
則。
更重要的是許多立志爲國家做事的年青人, 把
研究聖經作爲挖金礦，希望從中獲得治國之方略，
他們試圖從聖經的原則來看待社會議題，如稅法，
死刑，同性戀權利等等，這些年青人的心聲可從他
們禱告中看出，他們聚會時常常這樣禱告：
“ 天父，我們祈求你幫助我們知道如何回應這
些社會議題”。

新聞焦點

詹 詹姆.肯尼迪是長
老會教會的牧師，

國會山莊的研經課程

別具一格的“國王學院”

山風
許多美國的著名大學，都是私
立學校。而這些學校中，有許多其
前身是神學院，或是宗教性質的學
院。不過到了現今，美國的高等院
校中，要麼是綜合性的大學，要麼
就是純神學教育的學院，以聖經為
指導原則的綜合性大學則不當多
見。
座落在紐約市繁華地段，規模
不大，名字叫國王學院，是一間以
聖經為指導原則的普通學院。該校
以管理專業為主，主要是培養企業
機構和管理人員。該校在 2003 年
起增設三個商業學位和一個教育學
位，但均以培養管理人員為主。
國王學院歡迎任何信仰的學生
申請入學，學校內也沒有規定的宗
教活動，所有的宗教活動都是由學
生自發組織的。校園內張貼的圖片
大都是毫無宗教色彩的紐約市風景

照片。
不過從學院圖書館的圖書中可
以看出這間學院濃厚的基督教色
彩。如﹕管理中的信仰因素，管理
未來，聖經原則和商業，道德管理
的力量。另外，四年制的大學學位
有三門聖經文學的必修課。每堂課
上課前有課前禱告，也有學生組織
的每月一次的禱告會。因此，該校
的大學生中，只有 10%的學生不是
基督徒。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國王學院都
在美國高等學院中別具一格。它座
落在美國最繁華的紐約市曼哈頓區
的一座商業樓中，環繞的是時裝設
計公司，進出口公司和商業咨詢公
司，學校的許多公用設施，如餐
飲．圖書館都借用了大街上的商店
和公共圖書館。學院的學生以少數
裔為主，其中 38%為拉丁裔，26%

無神論者也需要團契

為非洲裔，17%為亞
裔，這在全美的大
學中為僅見。
這間學院的另
一個有別于其它大
學的特點是它的畢
業生都不負債。一
般而言，美國的大
學生都會借政府的
錢來完成學位。因
此，一畢業就已經
負債累累。國王學
院每年的學費為一
萬一千美元至一萬
四千美元之間，但
90%的學生都有學校
給的財政支持或是
獎學金。學校的這

一定要信耶穌才能上天
堂，他找不到答案，就
只有成為無神論者一途
來，無神論者們再一次有明顯的 了。盡管他的父親是一位基督徒
山行
集結。
的牧師。而在許多地方，無神論
基督徒過團契生活是聖經所
1960 年代，由馬德琳默里.
者們生下來就是無神論，他們沒
提倡的，對于聖經持懷疑態度的 奧黑爾（Madalyn Murray
有人從基督教信仰轉變為無神論
無神論者們，競也相信聖經的
O'Hair）領導的反對在公共學校 的過程。
話，他們也組成團契，過上團契 的禱告活動，催生了美國的無神
又比如，美國的無神論者們常
的生活。
論這一族群。
常自夸他們從來不象基督徒那樣
在基督教文明的美國社會，無
由于最高法院裁決公立學校 去傳信仰，他們說，無神論者沒
神論者最大感覺就是孤獨。全美 的祈禱有違政教分離的憲法精
有神所吩咐的使命去拯救別人。
國僅有 14%的人認為自己是無宗
神，黑爾因而名聲大噪。不過到
顯然他們指的是耶穌交給基
教傾向的。
了今天，無神論協會僅有會員二 督徒的大使命，到世界各地去傳
雖然比 1990 年的 8%上升了
千二百人而已。
揚上帝的福音。美國的無神論
不少，但在 911 事件之後和布希
在九十年代末，美國的屬靈氣 者，只有作為基督徒的對立面，
總統有關“資助信仰團體從事社會 氛漸強，加上 911 事件，無神論 才能夠存在。
扶助”的法案的壓力之下，無神論 者已成為分散而孤獨的一群，但
基督徒過團契生活是從教會一

些經費都是從私人
捐獻或是基金會捐
獻的。

者們感到有必要學習基督徒成立 總統號召為美國祈禱時，無神論
無神論者的團契。
者們不知該如何做。
這個團契出現在無神論者人數
美國的無神論者與世界上其

開始就存在了。記載在聖經使徒
行傳中。
如今連無神論者也效法。而

比例最多的華盛頓州。在那里無
神論者的比例高達 25%。這種團
契活動，包括每周定期的聚會，
會上有人發言，然後有討論分享
他們無神論的信仰。
雖然這些無神論的團契的結構
十分松散，但這是自 1960 年以

上帝吩咐使徒去廣傳救恩，在新
約的四部福音書的結尾部分和
《使徒行傳》的開始部分都有所
記載。這些仍然為今天的基督徒
們所堅守。
歡迎在 www.A1126.org 論壇的回
應版中發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這間學院的學
生中沒有人是從政
府借錢的。因此，
當他們畢業時，便
無任何的債務。
學生畢業時沒
有債務，甚至是這
間學院領導人的目標之一。院方表
示，無債務的畢業生才有真正的自
由選擇職業，才能選擇從事上帝的
呼召他們應該從事的職業。至于學
院取名國王學院，并不是讓他們的
學生去做人間的國王，而是取自聖
經經文“萬王之王”的國王。
聖經最後一卷書《啟示錄》十
七章十四節寫道﹕“因為羔羊是萬
主之主，萬王之王，同著羔羊的，
就是蒙召，被選，有忠心的，也必
得勝”。作者在這里用“羔羊”來指
耶穌，因為耶穌曾被作為“代罪羔
羊被殺”。
國王學院用“國王”命名，努力
讓學生無債務學習，好讓他們蒙上
帝的召去從事工作，其用心良苦，
在一般的大學院校之上.歡迎在
www.A1126.org 論壇的回應版中發
表您對本文的回應

它地區的無神論者最大的區別也
許是美國的無神論者們一強烈的
反基督教色彩。
比如一位無神論者在談到他如
何成為無神論者時指出，讓他成
為無神論者是從懷疑聖經說的“世
人都犯了罪”開始，他也懷疑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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